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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玉 孙一

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国

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99年来，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以人民至

上的价值理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展现

出计利天下的国际胸怀。

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99周年华诞，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众志

成城，克服挑战，坚定向宏伟目标奋进，并

在世界舞台上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

中国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人民至上

克服挑战谋求幸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守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成

立99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的

历史——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

中央委员、阿拉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

阿巴斯·扎基如是说。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人民至上，不懈奋斗，让人民过

上好日子。伊拉克共产党总书记、前科技

部长拉伊德·法赫米这样评论：中国共产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和初心使

命。

时光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带来严峻挑战。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筑起抗疫钢铁长城，谱写了

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的战“疫”篇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老挝人民革

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京培·蒙昂维莱表

达了他的观感：“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经过新冠疫情淬炼，中国共产

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本色进一步彰显。”

这场战“疫”是党和国家推进治理能力

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国行动，世界瞩目。

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古纳塞克拉认

为，中国领导人果断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

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我们对中国共产党

为人类事业做出的贡献深表赞赏和钦佩。

东帝汶重建全国大会党主席夏纳纳和

总书记黎发芳联名致函表示，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这场抗疫行动成为将人民福祉

置于最优先位置的生动写照。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中国

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

重大贡献……中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依靠正确决策和坚决执行，非洲国家也可

以摆脱贫困——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

书记拉斐尔·图朱这样评论。

中国共产党迎来 99 周年华诞，这也

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

诺。

对此，扎基表示，尽管新冠疫情为中国

实现脱贫目标带来新挑战，但中国依然坚

持这一目标。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

中国将提前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

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

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当今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

党的智慧和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及

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兹利说，中国共

产党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制

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让中国从一

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经济增长的

引擎。

阿兹利表示，中国的减贫成就证明，中

国共产党时刻努力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

党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是他们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原因。”

和合共生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

党……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寓于世界发展

潮流之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肩负

大国担当——这是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何塞·罗瓦伊纳对中国共产党

的深刻印象。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全球公共卫

生危机、经济严重衰退等挑战面前，中国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社会携

手抗疫、共克时艰，促进世界经济稳定，推

进全球治理，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展现

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世界带来信心和力

量。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

加诺夫表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

领下取得抗疫斗争的重要成果，中国还积

极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以实际行动印

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 30%，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对此，阿兹利评论说：中国共产党不仅

为中国人民服务，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为全球发展贡献智慧，中国开展的国际合

作是和平、互利的。图朱表示，中国作为多

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正用行动诠释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参与记者：熊思浩、张继业、章建华、

唐璐、吴丹妮、林朝晖、张东强、车宏亮、杨

臻、李浩、吴丹妮、艾哈迈德·沙菲克、白平）

新华社杭州6月28日电（记者 魏

一骏 汪奥娜 刘高阳）28日，商合杭高

铁合肥至湖州段通车，至此商丘至合肥

至杭州高速铁路全线通车，豫皖浙三省

时空距离因这条高铁而缩短，劳动力、创

新资源等产业发展要素以及区域协调发

展理念也通过这条线路得以流动融合。

位于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安徽欢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

业机械臂的研发与生产。“公司在杭州也

有不少客户，这条新线的开通将直接方

便我们对接客户需求，提供售后服务。”

企业常务副总经理王安丽说。

机械臂产品的特点决定，企业必须

考虑到后期集成的要求，这也意味着负

责人需要经常与客户进行面对面沟通。

“原先去杭州，只能坐车到泾县再转高

铁。现在好了，从宣城直达杭州，最快还

不到一小时。”王安丽的喜悦溢于言表。

考虑到高铁开通带来的交通便利，

今年，欢廷智能科技已经将上海公司整

体搬迁到了宣城。“得益于便利的交通，

人员往来阻碍越来越小，这对企业在降

低要素成本的同时留住人才，有很大帮

助。”王安丽说。

一方面新线开通大大拉近了中部地

区与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前沿

——长三角的距离，同时长三角地区的

制造业集群与内陆腹地的市场也更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

湖州农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播种机等农业机械设备及配件研

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虽然成立才不到

4年，但产品已经成功打开安徽、湖南、

湖北等地区的市场。

“商合杭高铁的开通给我们企业发展

增添了新动力，这条线路不仅让商务往来

更加便捷，还大大拉近了企业与目标市场

的距离。”农瑞机械总经理沈阿庆说，利用

新线开通的契机，接下来企业将进一步加

大对安徽、河南市场的开拓力度。

安徽省发改委铁建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长三角是我国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

发展速度最快、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区

域之一，该地区对中西部的辐射和带动

能力强大。商合杭高铁的开通，为中原

和西部地区承接长三角产业梯级转移提

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

“新线开通极大拉近了省会和区域中

心城市与沿线地区的时空距离，使它们之

间的城际客流运输更加顺畅快捷。”杭州

东站值班站长刘晓江相信，在未来，商合

杭高铁对推进沿线产业带建设，实现沿线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新华社记者 刘高阳 汪奥娜 魏一骏

生活更加便利、中部与长三角地区

对接更加顺畅、区域比较优势将得到更

充分发挥……随着商合杭高铁于6月28
日全线开通，这条贯穿河南、安徽、浙江

的大动脉沿线约两亿人的生活正随之悄

然变化。

商合杭高铁将结束安徽亳州、阜阳

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对于保障首发班

列的合肥客运段高铁一队列车长田雯来

说，商合杭高铁的开通也让她的“双城生

活”成为现实。

“不是每个乘务人员都有机会体验

新线路的开通，对于自己来说，是提升与

成长。”田雯说。尽管担任列车长已有快

10年的时间，能够见证商合杭高铁全线

开通，田雯仍难掩激动。

家中长辈生活在宣城，之前从合肥

去探望，田雯坐一般的普速列车需要四

五个小时。商合杭高铁南段开通后，合

肥到宣城最快只需要1小时13分。“行程

所需时间大大缩短，坐车又快又舒服，更

方便回家看望老人。”田雯说。

“沿线像柘皋、含山南等不少站台

是新建的，能看到设计中融合了当地

文化。”田雯说，试运行期间，望向窗

外，列车穿梭在山林之间，有种别样的

美感。

连接中部与长三角，商合杭高铁使

积极融入长三角发展的中部地市又多了

一条新路径。

“太好了，以后从义乌回商丘，时间

又可以缩短一个多小时了。”得知商合杭

高铁开通，虞城县华商物流有限公司负

责人金文峰难掩开心之情。

金文峰来自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

目前，这里有钢卷尺企业近 2000家，年

产量达15亿把，其出口量占到全国总出

口量的85%以上，产品销售到美国、加拿

大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是做商丘到义乌的物流线路的，

每年配送的工量具散货价值超过十亿

元。”金文峰说，虞城不少企业的钢卷尺

产品主要供出口，而浙江义乌是“世界超

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在义

乌工作的金文峰每月都要往返义乌和商

丘之间至少一次，处理公司事务，看望家

人。对他来说，商合杭高铁拉近了中部

地区和长三角的距离，对接“海上丝绸之

路”更便利，其开通是个期盼已久的好消

息。

商合杭高铁的开通，还将使长三角

地区的制造业集群与内陆腹地之间的区

域比较优势得到更充分地发挥。

因工作关系，浙江正泰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金建波常往返

于杭州和中原城市之间。“商合杭高铁

的全线开通，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内

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比如浙江有数字

经济领先、民营经济发达等优势，安徽

创新活跃强劲，河南内陆腹地广阔，高

铁线有助于构建更大范围区域一体的

创新链和产业链，从而让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成果发挥辐射作用。”金建波

说。

业内人士认为，“轨道上的长三角”

为沿线企业带来了发展新契机，将促进

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发挥各自优

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郑州6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自3月1
日正式施行后，按照国家网信办统一部署，

各网站平台对照规定要求深入开展自查自

纠，结合本网站本平台特点有针对性地加

强网络生态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据悉，自查自纠期间，各网站平台认真

梳理薄弱环节和漏洞短板，从机制、队伍、

产品、技术等不同维度发力，多措并举推动

生态治理取得新进展。有的网站平台抓紧

建章立制，弥补制度漏洞，如百度、优酷等

逐条对照规定条款修订内部制度、更新用

户协议，确保与规定内容衔接对应；有的加

强队伍建设，明确责任分工，如搜狐、网易、

快手等均成立网络生态治理专项小组，明

确生态治理负责人，明晰人员责任、强化部

门联动，全面高效推进生态治理工作；有的

立足产品特色，细化落实节点，如阿里、喜

马拉雅等针对不同产品不同服务不同环节

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持续

巩固治理效果；有的不断优化技术手段，提

升处置效率，如今日头条、小红书调整算法

推荐逻辑，完善色情低俗图片模型库，运用

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审核效率，

切实净化平台生态环境。

针对网络生态多发频发问题，网站平

台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累计清理淫秽

色情、低俗炒作、赌博诈骗等各类违法和不

良信息3.3亿余条，处置“至道学宫”等违法

违规账号367.5万余个。其中，腾讯主动开

展“清风计划”，集中整治恶意营销、淫秽色

情、网络暴力、恐怖惊悚、网络谣言等违法

违规信息，拦截涉恶意营销文章 226.5万

篇，封停账号2842个；百度针对水军刷单、

买卖公民信息等内容进行深入挖掘，清理

拦截有害信息 588万条，关闭贴吧 167个；

新浪微博严厉打击赌博诈骗等各类黑色产

业链信息，主动拦截和清理相关信息约

1130万条，接到网民和监督员巡查举报处

置信息约 710万条；今日头条针对色情低

俗内容制定 400余条审核规则，累计清理

违法和不良信息25.5万条。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各

网站平台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取得了一定

成效，网络生态整体有所好转，但同时还应

看到，网络生态治理涉及面广、情况复杂，

尤其是一些打擦边球的软色情、绯闻炒作、

血腥惊悚和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的信息

内容仍然存在。下一步，网信部门将适时

开展督导检查，对治理工作“流于纸面、敷

衍塞责”的网站平台予以严厉处置，对广大

网民反映强烈的网络生态问题继续开展专

项整治，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治

理各种有害信息，坚持治标与治本并行、规

范与长效并重，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治

理效果，让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人民至上 计利天下
——中国共产党99周年华诞的世界印象

“距离世界更近了，距离市场更近了”
——商合杭高铁加速长三角一体化成果向中部地区延伸

“我们的生活，因这条高铁而改变”：商合杭高铁沿线走访记

我国网络信息内容
生态治理取得成效

5月27日，商合杭高铁合肥至湖州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试乘人员在列车前拍照留影。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